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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预先支付》的剧本故事

[ 俄 ] 娜杰日达 • 普图什金娜 著
王丽丹 译
这些杂记—已经是第五个剧本创作故事了。五个剧本—五个故事。如
果某个中国戏剧爱好者读过前四个剧本故事，他可以坚信，他所获悉的有关我
创作的幕后故事要好于我的同胞。俄罗斯只发表过我关于剧本《羔羊》的一个
题外说明。
除了关于剧本的补充信息外，这些杂记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作者个人的
生活故事及情节。每一个故事都关联着一个特别的情节。有侦探情节，有冒险情
节，也有滑稽可笑的故事。
如今我担心让我的读者失望了（当然，如果在中国有这样的读者的话）。剧
本《我预先支付》并非因什么具体故事而起。该剧本的主人公没有原型。剧本也
并非根据谁的定制而写。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。没有发生过，
不过还是……
如果不是我 1997 年去了基辅，并在那里的莱斯雅 • 乌克兰英卡俄罗斯话
剧院度过两周的话，就永远不可能有该剧本的诞生。晚上我在观众厅里度过。白
天在巨大而舒适的后台闲逛。坐着看排练，和文学部负责人鲍里斯 • 库里岑闲
聊，与剧院的艺术总监米哈伊尔 • 列兹尼克维奇谈及各种剧院及非剧院的，关于
演员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。而周六、周日和周一没有排练时，我则漫步于基辅街
头。就是那个鲍里斯 • 库里岑经常陪伴着我。
这些漫步我想特别描写一下。
漫步常始于剧院安排我住的政府机关的宾馆。
这家宾馆有着数不尽的优点，而无任何缺点。首先，它位于基辅市中心，在
著名的赫雷夏蒂克街与博赫丹 • 赫梅尔尼茨基街道的拐角处。出了宾馆，向左走
10 米左右—瞧，这就是剧院入口！如果出宾馆大门，向右走 10 步左右，你就
会遇到一个外卖窗口，有芳香的热咖啡和世界上最美味的面裹小香肠。这是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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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基辅向来不变的早餐。在接下来的几次来访中，我从未背叛过这个窗口。
如果你既不向右走，也不向左走，而是直接穿过马路，你便会置身于基辅最
好的一家商场，货品齐全，价格适中。旁边还依次有特别好的书店，乌克兰国家
歌剧院，内、外部均酷似画廊的著名的比萨拉比亚食品市场。市场前面是同样著
名的很小的比萨拉比亚广场。歌剧院前面—是同样很小的剧院广场。沿着赫
雷夏蒂克街步行几分钟—就是椭圆形的独立广场，乌克兰语叫—迈丹独立
广场，乌克兰最近几十年的主要革命事件就是在这里展开。
（2004 年秋天的“橙
色革命”正是始于该广场的群众集会，2013 年这里开始反对时任政府、意在使
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行动。后来这些事件被统称为“尊严革命”。即，
“政治运动剧
院”这一固定说法与独立广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）当剧本《我预先支付》中的
女演员波琳娜激情澎湃地说出“我们将在广场上穿着破衣烂衫演出”时，我想
到的正是被我踏遍的这些基辅广场中的一座。
我们还是回到宾馆。三楼的套房是由宽敞的卧室和客厅组成，还有小型的、
温馨的、设备齐全的厨房。仿古的笨重家具，适合于休息的扶手椅和沙发，铸铁
的小凉台。摆设中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成分。在这样的宾馆里你有一种受欢迎和
你是要人的感觉。
一天夜里，我坐在这一贵宾扶手椅中，开始写一部关于剧院的剧本。因此，
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剧本《我预先支付》产生于美好的剧院及剧院宾馆的氛围中。

140

当然，也源自于对基辅的印象，因为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这里需要澄清一下。1997 年是我第二次来基辅。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史册上
具有“俄罗斯众城之母”地位的古老城市，还是在 1969 年。
当时是 7 月。我刚通过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的一年级考试，心情特别好，年
轻，像小鸟一样自由。这时我的好朋友玛丽亚娜 • 库什涅罗娃建议我去旅游：先
去基辅，从基辅再去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。苏联时期的火车票很便宜。住
宾馆也不成问题。在基什尼奥夫住着我的好朋友和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安娜 •
普拉玛吉亚拉，
她请我们住在她家。
而在基辅玛丽亚娜有熟人或是亲戚（或是玛
丽亚娜亲戚的朋友？），她也邀请我们去做客。还需要什么呢？想了 5 分钟，我
便答应了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一次旅行！甚至它的开端都独一无
二。先说几句关于我的同伴玛丽亚娜 • 库什涅罗娃。玛丽亚娜是一位绝色美女。
可以大胆地把她与贝娅塔 • 蒂希基维茨、奥黛丽 • 赫本、格雷丝 • 凯利、朱丽娅 •
罗伯茨相提并论……谁若怀疑，在看过谢 • 索洛维约夫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拍
摄的影片《驿站长》之后，就会深信不疑。唉，玛丽亚娜的电影事业却很难称作
成功。出色地扮演了几个主角之后，就没了下文。她并非演员专业出身，不过我
认为问题不在于此。玛丽亚娜没有意识到，她是美女。她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。
要想劝服她根本不可能。尽管大街上她的回头率很高。走进房间的男人，意外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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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玛丽亚娜，便会呆若木鸡。他们不知道如何站立，如何表现。简直无语了！
然而，玛丽亚娜对这些关注毫不在意。她过分地谦虚。同时聪明而友善。她
有一个特殊的天赋—只看见周围人身上好的一面。我不记得她谴责过谁，没
见过她气恼或愤怒过。她性情随和，容易相处。很有修养：礼貌客气，待人和蔼。
行为得体，热爱生活，不嫉恨他人。不过却很腼腆，因此她的天性之美没有立刻，
也没有在所有人面前呈现出来。
就这样，我和玛丽亚娜坐在我们的卧铺车厢里。火车已经鸣笛与莫斯科告
别。送站的人走出车厢，在月台上闲逛。而火车却原地不动。谁也不明白发生了
什么事。就这样过了几分钟。那个时候火车是很准时的。突然车厢里跑进来某位
铁路主任并大喊：
“这里有玛丽亚娜 • 库什涅罗娃吗？”玛丽亚娜吓得跳起来。
主任拉起她的手，把她带出车厢，接着简直是拖着她走在月台上，边走边给她解
释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还没来得及惊慌失措，
玛丽亚娜就已经被送回到座位上，
火车随即出发了。
这是发生了什么呢？原来，不是“什么”，而是“谁”。我们学院的毕业大学
生前一天对玛丽亚娜一见钟情，得知她今天要走，跑到了车站。但是他已经没有
时间在乘客中找到她。于是他站在火车头前面，挡住火车不让走，直到把玛丽亚
娜给他领来并答应嫁给他才可以。
那玛丽亚娜呢？玛丽亚娜答应了，尽管此前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小伙
子。了解了她的性格，不难猜到，她根本不好意思耽误这么多人。她没有食言！
旅行回来后她马上嫁给了这个大胆的人。不过，有着如此浪漫开端的这场婚姻
却很不成功，似乎只维持了不到一年。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我提及它只
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是以何种激动的心情驶向基辅的。
我们在日落时分坐上列车，而在黎明时分火车驶进了基辅。我们几乎一夜
未眠，因为玛丽亚娜成了车厢的女主角，还不仅是我们车厢的。她是如此可爱，
所有的人都想在她身旁待一会儿。而我则对她的受欢迎坐享其成。
我们已经步行在晨曦中的城市。因为没有行李的困扰，我们从车站悠闲漫
步到赫雷夏蒂克街只用了半个小时。
7 月初的基辅是多么的清新、翠绿、漂亮！“在四处蔓延的第聂伯河的上空，
整个城市笼罩在太阳黑子之中。”米 • 布尔加科夫如此描写自己的故乡之城。他
还从城市的喧嚣声中感觉到“生机勃勃”，尽管这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发生，但
我和玛丽亚娜仍试图捕捉到些许的震荡。
不到清晨 6 点，我们已经来到玛丽亚娜熟人的家。我们担心会吵醒她，便决
定在走廊里，在比房门低半层楼高的宽大的窗台上稍坐一会儿。窗户朝东。我们
晒着太阳昏昏欲睡。
一阵靴子踏地的脚步声惊醒了我们。从我们身边快速跑过一个身着军服的
年轻人，他用尽全力按着那个我们没敢按的住宅的门铃。门瞬间打开了！门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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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着一位姑娘，她仿佛正在等着门铃声。
年轻人冲上去和姑娘紧紧拥抱在一起，
有一分钟完全静止不动。
后来士兵还
是那样急速地跑去，
消失不见了。
姑娘则俯身楼梯口，
向他跑去的方向说着什么。
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基辅之旅。漂亮的，洒满了第一缕阳光的楼梯口。年轻的
恋人。后来搞明白了，开拔的军人正好经过这所房子。指挥官答应给年轻人停下
一分钟，让他有机会与爱人见上一面。他履行了一个军官的诺言！
……后来在好客的女主人的建议下，我们登上阁楼欣赏整个基辅的美景。
站在窗口，我们简直窒息了！只有在这里，当我从阁楼的窗口俯视城市的
轮廓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学校历史课本上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背后隐藏了什么。是
的，
基辅确实是一座欧洲城市。
一个建在几座独立的高山上的古城（其中一座叫
荒山，记得基辅人布尔加科夫的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中的荒山吗？）。流经基辅
城的第聂伯河确实是一条宏伟壮观的大河。
突然仿佛有几只小手抓住了我的头发！
我以前从未见过蝙蝠。而如今这些看不清东西、感人而无助的它们不知为
什么纠缠在我的头发里。为什么在我的头发里？还能在谁的头发里呢？！玛丽
亚娜和她的熟人都扎着紧紧的长发。自由地散开的那种长发当时还不流行。我
的发型很短。我的头发还有一个特点让我很伤心。发丝很细，头发却很厚，而且
总是竖立着。我的脸总是被遮挡在直竖着的头发的光晕下。我斗争过。从早晨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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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就把头发浸湿。包着湿头巾睡觉，想把头发压住。不过胜利总是属于头发。这
给我 50 岁之前带来多少伤心！而现在我哪怕献出一切 , 也不惜让我的头发这
样有趣地竖着。
开始忙着营救。小心地把脆弱的蝙蝠爪子从我的头发上解下来。动用了修
理指甲的剪刀。我担心伤着我头发的受害者。但是一切都应付过去了。一只蝙蝠
也没有受到伤害！不过却不得不从我的“发型”或这里或那里很明显地剪掉一
撮撮的头发。我不很在意这个。会长出来的！当然，长出来了。
我当时 19 岁。容易相信别人，性格开朗，对哪怕仅有些许理由的一切都充
满了喜悦。我准备爱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，我感到幸福的是，正是基辅成了我
的初恋。
后来生活使然，我 28 年没有来过基辅。
不过有一次，1997 年秋，我的电话响了。一个令人愉快的女声：
“是剧作家
娜杰日达 • 普图什金娜吗？基辅莱斯雅 • 乌克兰英卡剧院的艺术总监米哈伊尔 •
尤里耶维奇 • 列兹尼克维奇想和您谈一谈。”
我突然无比激动起来。我的剧本从 1994 年起开始在剧院里上演。在 1997
年之前全国已经有很多次的首演。但我还一次也没有，哪怕是心理上也没想过
自己是剧作家。有一次有人问我的女儿克谢尼娅：
“你妈妈是剧作家吗？”
“不
是，”女儿回答说，
“剧作家是契诃夫、奥斯特罗夫斯基、萧伯纳、莎士比亚，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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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只是写剧本的。”这一严格的判决在我们家还保留了很长时间。而现在列
兹尼克维奇先生称我为剧作家，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很高却并非当之无愧的荣
誉。
接下来米哈伊尔 • 尤里耶维奇告诉我说，我的剧本他很喜欢，他作为导演
很看好它们。而暂时呢，他想请我去基辅做客。看一看话剧，认识一下剧院。我没
有摆架子，也没有假装说，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我马上心怀感激地接受了邀
请。就是说，做决定只花了我 5 分钟的时间，就像我的第一次基辅之行时那样。
就这样我重又来到基辅。我乘坐的依然是那列年轻时坐过的火车，但是这
一次抵达的时间要晚两个小时，因为在此期间乌克兰已经退出俄罗斯，成为一
个独立的国家。海关检查得相当严格。不过当时进乌克兰并没有要求俄罗斯出
境护照。我去那里用的是俄罗斯国内护照。
1997 年 10 月的基辅妙不可言。温暖，无雨，湛蓝的天空，宛如文艺复兴时期
画家的油画。有时我一人漫步于基辅街头，有时与剧院里的人，常与鲍里斯 • 库
里岑一起散步。
但是，离开莱斯雅 • 乌克兰英卡剧院，我没有停止对它的思考。当时我已经
有与剧院亲密接触的经验。在莫斯科艺术模范剧院的艺术学校导演系毕业后，
我在新莫斯科斯克剧院做过几年导演（新莫斯科斯克—主要发展化工的小
城，离莫斯科 220 公里）。但是后来，在我离开新莫斯科斯克之后，我有 20 年时
间没在剧院团体内工作。
新莫斯科斯克剧院当时很好。有才华横溢的专业剧团，有实力的总导演沃
尔克莫罗夫。但它毕竟是省城剧院。剧团缺乏魄力、独立性、探索精神和名声。而
在基辅我来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欧洲剧院！辉煌的剧团。而且什么样有个性的
人没有啊，无论是人民演员中，还是青年演员中！有多少漂亮的唱歌和跳舞的
女演员！多么有趣而优美的男演员！从那时起有两个话剧一直萦绕在我的脑
海里，它们正是基辅人演出的：根据诺贝尔奖得主艾萨克 • 巴什维斯 • 辛格的剧
本演出的《泰贝利与魔鬼》和杰出的美国喜剧作家尼尔 • 赛门的《最后一个情
圣》。剧院的剧目极其多样，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风格，重视斯拉夫现实主义传
统与古典戏剧—契诃夫、王尔德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阿尔布佐夫。
莱斯雅 • 乌克兰英卡剧院的话剧倾向于小众艺术，精微处理，风格优雅。这
些话剧均由近景构成。
与此同时，剧院本身又仿佛是活动规模宏大的巨型联合企业。剧院结构复
杂。但无论在剧院里做什么，一切看起来都真实而有意义。我对画家达维德 • 博
罗夫斯基的角落充满了喜悦和兴趣。一半的休息室都被他的世界所占据。博罗
夫斯基视野中的契诃夫。身穿 19 世纪末服饰的人物模型。布景仿佛散发着丁香
的味道，仿佛遮住了久远的年代。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触摸。可以坐在古老的长椅
上，置身于这些不朽的人物中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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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华卓越的布景设计师达维德 • 博罗夫斯基，亦即莫斯科塔甘卡剧院的创
始人之一，与俄罗斯戏剧的泰斗级人物尤 • 柳比莫夫、尤 • 多金合作过，与基辅
的俄罗斯话剧院合作近 50 年。像在这个展会上表现出的对布景细致入微的关
注，无论在首都剧院，还是在西方剧院，我都没有遇到过。
这个剧院总是挤满了观众，观众认真而兴奋地对待演出。当然，剧院的欧洲
风度你绝不是道听途说来的。剧院经常出国巡演。以色列、德国、英国、波兰、土
耳其，然后又是德国，又是英国。与此同时，这些国家的剧团也来基辅剧院交流
演出。在看了剧团的巡演日程后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剧院里交流演出的组织者
真是非凡的天才。当剧院演出我的剧本时，他们同样组织了巡演。
基辅的俄罗斯话剧院，首先是一个组织复杂的经济体。有三个剧场，主剧场
有 750 个座位。剧院里有一个封闭的生产流程，可以缝制服装和鞋子，制造必要
的道具、舞台化妆用品、假发，制作布景，录制音乐，从各个时代的服装藏品中选
取成衣。
当代剧院，作为世界楷模，仍然是一个提出问题、审视自我的场所。
我第一次想到浪漫、灵感、实用主义、奉献与轻率的彼此不可分割正是在剧
院里。
没有这次旅行，就不可能有我的剧本。
《我预先支付》演出很成功，有许多
明星参与演出。每年在 3 月 27 日国际戏剧节这天，剧本中主人公的独白在很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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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院的舞台上响起。剧本在莫斯科排过两次，被彼得堡及俄罗斯的许多城市搬
上舞台。
我认为，根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不很成功。尽管这是实力派导演维 • 季托夫
的最后一部影片。由著名的演员出演，还有后来成为世界级影星的年轻的克谢
尼娅 • 拉波波特。
《我预先支付》是她的电影处女作。
或许，在中国我的剧本会更幸运。我衷心希望如此。
（文字编辑

庞

昊）

